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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5 日，被誉为湘商年度“奥斯卡奖”
的第四届 2013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拉开帷幕，它
以“勾勒群体肖像，塑造中国湘商品牌，寻找行业标杆，
凸显榜样力量，破解商业密码，传递成功法则”为旨要，
向世人开启了一年一度湘商最高规格的品牌评选盛宴。

作为检阅湘商集体方阵的重要尺牍，迄今，中国湘
商力量总评榜已连续举办了三届，较之以往，本届活动
又有新的亮点和创新，第一是主办单位规格更高，活动
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主管的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的大
力支持， 共同主办第四届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与

此同时，还争取了中国商业联合会的支持，该会主管的商
业文化杂志社与本报、 天下湘商网联合承办本届总评榜
活动；第二是评选范围更广，本届总评榜立足本土，面向
海外，覆盖亚洲，注重湘商精英和行业翘首的社会贡献力
和企业持续发展创新力，推动全球湘商紧紧围绕中国梦，
助力湖南经济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 第三是评委阵容更
强。 此次评选活动已邀请到国内经济领域、商业文化、传
媒产业等方面知名专家 50 余人， 组成强大的专家评委
团；第四是奖项设置上，较之以往更加丰富，除了延续以
往的十大风云人物、十大新锐人物、十大推动力人物、十

大最具投资价值市场和十大新闻事件五个榜单以外，组
委会还根据 2003 年以来 10 年湘商商会事业发展的重
大事件和为湘商组织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典型人物，推
出“湘商十年重大事件”、“湘商十年突出贡献奖”这两项
特别大奖。

活动自启动以来到发稿前，各奖项申报踊跃，仅风
云人物和新锐人物这两项就有近 600 人参选。 经组委
会审核 ， 今天隆重推出第一批中国湘商力量总评
榜———“2013 年度湘商风云人物 ”候选名单 ，供大家
投票参考。

“2013年度湘商风云人物”提名（第一批）

（以下排名按姓氏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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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德和
湖南和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领跑湖南中

高端酒店连锁
他涉足酒店管理多年，

是湖南乃至中部地区有影
响力的酒店管理专家。 他领
航的和一控股集团，是湖南
省最大民营酒店连锁集团，
目前已拥有连锁酒店 30 多
家 。 同时 ，他更是 “和以济

世”的杰出代表，投资酒店之初，他就成立了湖南首家企
业冠名的“和一希望工程助学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和兴
建希望小学。 近 6 年来， 和一集团累计向社会捐款超过
2000 万元。

姜仕
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中国农村移

动电子商务践行者
他始终把企业的社会

价值放在重要位置， 投资
1.2 亿打造农村移动电子商
务平台， 服务九亿农民，以
“粮安天下”为己任，发展多
家惠农特色骨干企业。2010
年， 捐资近 2000 万元修建
农村自来水厂，解决家乡人
民饮水困难问题。 2013 年，

他又不惜巨资出手挽救邵阳市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子科技
企业，为一方稳定和社会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为军
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建筑节能门窗

的领跑者
13 年风雨兼程，他带领

企业参与国家建设部门业标
准委员会《卷帘门窗》和《卷
门开门机》 两项行业标准制
定，拥有 127 项国家专利，填
补多项国内空白。 他不断创
新，将公司每年 6%的销售收
入投入到研发中， 生产的三
位一体集成窗比普通门窗节

能率提高 30%，成为国内同行的领跑者。如今，公司掌握了
建筑遮阳行业的话语权，步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胡国安
湖南绿之韵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
提名理由： 民族直销企

业的领头雁
他所领导的绿之韵集团

用七年时间获得了中西部
地区第一张由国家商务部
颁发的直销牌照, 连续十年
保持企业业绩 30%以上增
长 ；他创业富民 ，全力以赴
推进涉农项目开发， 让 40
万农民扎根本土，实现就地

转化就业；他被业界誉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品牌建
设专家、全国先进爱国企业家”。

肖正滔
湖南九龙集团董事长
提名理由： 搭建湘台合

作新平台
他带领的九龙集团从

无到拥有子公司 48 家 ，实
现年营业额和生产总值 100
余亿元，再到与台商展开深
度交流合作，创造了累累硕
果。 在去年第九届“湘台会”
上携手台湾南良集团，搭建
海峡两岸第一个经贸合作
基地———台商总部大厦，签
约“湘台九龙蔬菜研发中心

与示范基地”，投入资金近 160 亿元，为湘台两地经贸文
化交流合作开启新篇章。

何清华
山河智能董事长
提名理由 ：12 年让山

河智能跻身全球机械制造
业 50 强

他是国内最早接触工
程机械的专家之一，53 岁创
办山河智能，仅用 7 年带领
山河智能成功上市， 用 12
年便让山河智能成功跻身
于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 他注重产品自主研发，

形成以研发为导向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 将科研、教
育和产业发展结合，实现山河智能的跨越式发展，让山河
智能在长沙这个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青娥
安化县梅山文化园董事

长
提名理由： 传承梅山文

化的先驱
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

一方文化保护的大旗， 让保
存于湖南中部、 西南部的一
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展现
在世人面前； 她从一位普通
的农村妇女到梅山文化生态
园的董事长 ， 再到获评为
“2012 年度湖南十大文化人

物”，用了 23 年；她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 400 余人，带领家
乡父老发展经济林奔小康；她用朴实无华的执着拉动安化
地方经济的发展。

陈 亮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缔造纺织王

国的新时代
12 年前， 他收购举步维

艰的国有大企业常德棉纺织
厂。 12 年来，他带领云锦人，
以专业化的技术， 以企业的
品牌竞争力和产品质量在行
业内占据领先地位。2013 年，
他带领云锦集团告别了纺纱
卖线“旧”时代，打造了“锦之

梦”的家纺品牌，从布料供应商华丽变成了产品生产商，走
上了市场大舞台，迈入了缔造纺织王国的新时代。

吴 畏
实泰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长
提名理由：零担物流的

开创者
他创新性地开创了一

个便利、安全、高效、高附加
值的零担物流时代，实现了
物流、资金流、商流的无缝
链接；他整合设立零担物流
超市，颠覆了以往的单点单
线的零担物流模式；他让实
泰物流在百家争鸣的物流

业大环境里， 占据着长沙市家电物流配送 70%的市场份
额。 他是物流产业的筑梦者，也是零担物流的开创者。

齐建湘
湖南湘银投资集团总裁、

湘银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

提名理由： 低碳地产引领
房地产新潮

他带领 “湘银人 ”，缔造了
一个个和谐文明的生态社区、
一个个地标建筑， 以全新的人
居理念———低碳地产， 引领着
株洲房地产开发的潮流， 成为

业界争相效仿的标杆。 以湘银小区为基础开发的株洲第
一个江南园林主题生活小区———紫竹茗园， 更是获得了
“联合国人居大奖”。14 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与
慈善事业，累计向社会捐款 4000 多万元。

刘新安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提名理由： 安化黑茶文化

引领者
他带领白沙溪茶厂从破产

改制走向快速发展， 再到使之
成为安化黑茶的领军企业，创
造了茶厂新的辉煌； 他是黑茶
行业的鼓呼者， 他所提出的几
十条意见和建议， 引起高层领

导重视，奠定了黑茶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石；他是黑茶文化
的创新者，在他和同行们努力下，安化黑茶成为“生命之
茶”逐步深入人心；他是黑茶产业的骄子，曾荣获“中国茶
业年度经济人物”、“湖南茶叶十大杰出人物”。

李文金
金荣（中国）控股董事局主

席兼总裁
提名理由：首创“一船卸三

港”国贸模式
2008 年，率先领导企业进

行产业转型，2011 年， 提出打
造产业园区投资开发与运营服
务国内第一品牌的目标， 并启
动 “百园工程”、“百千万计划”
宏伟发展战略。 截至 2013 年
末，他旗下的金荣（中国）控股，

已在长株潭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地区投资
开发、规划布局 20 个规模化的产业园区项目，成为国内园
区投资开发与运营服务的一匹“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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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柳州湖南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暨 2014
年迎新春团拜会在柳州举行。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商会新一届会
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等，刘心良任第三届会长，获得
连任。 会上还对 21 个优秀会员单位、28 名优秀会员进行了表彰。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柳州湖南商会成立 6 年以来，把一个最
初只有几十人的队伍打造成了 500 多名会员的团队。 近 3 年来，
商会在柳签约投资项目 300 余个，总投资额达 250 亿元，连续 3
年被柳州市评为招商引资先进单位。

2013 年，是柳州湖南商会的品牌塑造年，商会采取了多种有
效形式进行系列宣传，刘心良会长荣获了第三届中国湘商力量总
评榜“十大最具影响力商会会长”称号，秘书长冯旭林荣获第三届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十大新锐人物”奖。会上，刘心良会长表示，
新一届商会工作将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团
结互助、共谋发展”这个宗旨，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和促进会员企
业“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助发展”。同时，结合商会实
际，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全面加强和努力提升办会水
平，为推动湘柳两地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钟丽纯）

近日，本刊记者从湖南品牌文化节组委会获悉，经省政府批准由相
关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学术团体、公益组织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13
年度湖南品牌百强企业评选”已经揭晓，长株潭 82 家企业入围，其中湖
南新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为我省投资担保业的状元。

据悉，此次进入湖南品牌总评榜的候选品牌由湖南品牌文化节组
委会经过层层申报，专家审查，从全省数万个品牌挑选出来，甄选过程
十分严密。 并且开创了湖南品牌评价的三个第一：第一次设立品牌总
评榜;第一次采取了第三方社会调查的综合评价手段对品牌进行评价;
第一次依据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评价。 这些候选品牌在湖南甚至是全
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入榜单的还包括有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湘电股份、湖南路桥集团等大型国企，长株潭地区 82 家企业
入围， 其中湖南新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为我省投资担保行业中的
状元， 至此我省的投资担保企业首次在全省百强企业中实现了零的突
破。 （钟丽纯 谢正午）

1 月 8 日， 由新华网与中国出版社传媒商报联合
主办的“2013 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结果在
京发布，湖南著名作家徐志频新作《左宗棠：帝国最后
的“鹰派”》脱颖而出，获评“2013 年度中国影响力图
书”奖。 该书用生动感人的故事，客观写实地描述了左
宗棠曲折而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 是一本在理念和内
容上具有突破性的历史传记小说。

据悉，“2013 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已连
续举办两届，今年活动主题为“阅读，点亮梦想之旅”，
共推出 200 多种候选书目， 以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国
内出版的新书为主。相比以往，本次活动视野更为宽广
和全面，推选更为客观和公正。

（米雪佳）

【湘商动态】【商会传真】

柳州湖南商会举行换届选举

刘心良任第三届会长
2013 年度湖南品牌百强企业揭晓

湖南新融基投资公司
成为投资担保行业状元

徐志频新作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获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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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第四届)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参选申报截止日期：

2014年 2月 25日

【湘商文化】


